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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遞 祝福不卡」關

Jun, 2022

愛主愛人、尊重生命、誠信專業

◎彩虹坊導師 林筱珍
最真摯的祝福來自於彩虹坊！
起初，因著服務對象喜歡繪畫或操作性的活動，不僅能穩定
情緒、訓練精細動作，也能培養休閒能力和發揮創意等，教保
員漸漸將此特點發展製作「手工卡片」。
卡片製作過程繁瑣，是件不容易的事，挑戰服務對象的認知、
專注、精細與感覺統合等能力；從不會使用打洞器壓出素材，
到能成功的抓取紙張間距、壓出完整的圖形、將素材依顏色分
類及黏貼素材等，經教保員細心引導與鼓勵，加上服務對象的
堅持，大家逐漸在製作卡片中找到樂趣與成就感。
服務對象也主動表達，想藉卡片來祝福或感謝身邊的人，親
手製作獨一無二的卡片並寫上祝福語送給喜歡的人，為生活加
點溫馨色彩；小馨將自己親手做好的卡片送給好友小莙，當小
莙看到祝福卡時，露出大大的笑容，歡樂氛圍緩緩升起，彼此
的心情瞬間被這愛的祝福充滿，也感染身邊的人呢！雖然只是
簡單表達「生日快樂」、「天天開心」等，但對他們來說，卻
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成果表現。
每月一天的月休閒，服務對象用銷售卡片所得的獎勵金，點
選自己喜歡的餐點，這也增強卡片製作的動力與成就。目前彩
虹坊卡片已有 40 種款式，歡迎到仁愛基金會官網 / 仁愛小舖 /
天使義賣商店選購，也可以為大家客製化卡片，請繼續支持彩
虹坊喔！

◎風信子坊導師 曾維玉
「陶藝小品」的製作過程中，每個步驟都有它的功能。即
使是在陶藝小品包裝紙卡上，蓋上刻字印章，也是一門不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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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讓服務對象參與活動，經過教保員評估，認為揚揚
在蓋印工作上穩定度及持續力佳，所以這份工作就由他挑大
樑。剛開始執行作業活動時，揚揚無法分辨蓋章的前後方
向、沾印泥的力道輕重及蓋印的範圍等。因此，教保員先以

守/護/者/觀/點

◎專業資源部主任 陳素雲

玩具圖章做為練習，讓他學習控制力道，並能在紙卡的範圍
內蓋出清晰的戳印後，再把刻有「平安幸福」和「諸事順
利」字樣的印章，貼上紅色貼紙做為前後的分辨，開始正式
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

上工。
原以為這樣就能順利的運作，卻發現蓋印技巧熟練後，他
開始增加速度，使戳印在紙卡上呈現歪斜、字跡模糊，為解
決此問題，改用壓克力板設計鏤空板模，將紙卡放進模型的
鏤空位置再蓋印以提高成功率，揚揚終於可以邊蓋印章、邊
微笑著，做出優良的成品。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有好的輔具協助，會使服
務對象更能獨立、輕鬆、安全地參與作業活動，從工作中找
到自我肯定的價值！真心樂見他們能在愉悅和滿足的氛圍中
快樂工作，蓋出一張張的「平安幸福」。

一樣。」( 若望福音 15 章 12 節 )

的個案至醫院就診，提供即時的關懷照

們真實的愛及服務，在物資需求訊息發

顧。

出後，立即接獲一研九鼎廣告策劃有限

天主的愛是不求回報，祂愛我們如子

因著疫病需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或停

公司、財團法人天主教天使教堂基金會、

女，要我們也如同祂愛我們一樣相愛。

課在家休息照顧時，工作人員以視訊進

財團法人譚聖道慈善基金會、雲吉資本

真實的愛會要求我們負起責任，有時會

行線上課程及關懷，仁愛的家長屬也能

有限公司、新竹市救急會、新勝發餅鋪、

邀請我們改變生活，有時會伸出援手帶

感同身受機構照顧的壓力；在人力短缺

益華電腦志工社、宗翰化學文創坊、科

來治癒。

時，同仁間的補位雖然辛苦，但大家知

學園區公司、志工及家長們陸續捐贈防

道疫情會逐漸改善，因我們有彼此相愛

疫物資；還有楓璟有限公司及新竹市防

的團隊及家長們做為後盾。

疫消毒志工團提供清消作業，讓仁愛在

疫情期間，仁愛著實看到真實的愛，
面對新冠病毒，我們戒慎但不恐懼，在
家庭照顧功能薄弱的心智障礙者患病

5 月中旬機構開始面臨疫病的影響，

時，工作人員協助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屬

因防疫物資短缺，曾一度擔憂一線照顧

因著疫情使我們更加瞭解彼此相愛的

線上看診、拿藥，每日關懷患病者的健

人員的健康維護問題，感謝天主瞭解我

重要性，天主奧妙的作工真是難以言諭。

防範疫病更為有力及安心。

康變化；因心智障礙者大多無
法以口語正確表達身體不舒
服，需透過照顧者的觀察，發
現有疑慮時立即通報，專業資
源部的醫療相關人員進行快
篩，若快篩陽性，即刻匡列相
彩虹坊服務對象專心製作卡片。

漂亮又獨特的手工卡片。

服務對象透過輔具就可以在固定範
圍內蓋祝福詞。

幸福陶土磁鐵完成作品，有很多的圖案可以
選擇哦 !

關接觸者進行篩檢，以防堵疫
病的擴散。社區服務的社工人
員依照基金會的防疫作為，在
保護自己及保護服務對象之

幫/助/仁/愛

下，協助教導使用快篩、線上

為因應「國稅局綜所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 」，以達減碳便民服務，懇請您
至仁愛網站下載「捐款資料歸戶同意書」，簽立後回傳 ( 寄 ) 給我們，只需於網
路申報時下載捐贈扣除額，兔附紙本捐款收據，快速完成報稅。

看診、通報等，部份時候還需
協助有疑慮者快篩、帶著患病

陳素雲主任協助有疑似症狀服務對象快篩。

線上捐款：
請至仁愛網站 https://www.charity.org.tw 點選「幫助仁愛」→「線上捐款」。

郵局劃撥捐款：
請您填妥劃撥單至郵局劃撥
一般捐款劃撥帳號：50037774
勸募活動劃撥帳號：50108020

信用卡捐款授權書：
戶名：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戶名：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
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：
請您在轉帳或匯款後，來電 03-578-4633 分機 6224
洽財務室或傳真至 03-579-8433（確認捐款收據開立事宜）
戶名：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銀行名稱：永豐銀行 竹科分行
銀行代號：807-1860 (ATM 為 807)
銀行帳號：186-004-0006009-9

請您來電 03-578-4633 分機 6224 索取或至仁愛網站 https://charity.org.tw
點選「幫助仁愛」，於頁面下載捐款授權書，填寫後回傳或郵寄給我們。

愛心物資募集：
歡迎您捐贈統一發票、電腦主機、電腦螢幕或其他物資，
請寄至「300047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2 號仁愛基金會總務組收」，
如有疑問，請電洽：03-578-4633 分機 6114。

捐贈電子發票捐贈碼： 仁愛啟智中心 227
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228

愛月 中秋LOVE義賣
2 0 22

志工號召親友募集防疫物資，陳素雲主任 ( 左一 ) 致贈感謝狀。

愛心訂購專線：
03-578-4633 分機 1688(方小姐、林小姐)
仁愛義賣專用LINE ID：@600ecghw
歡迎至仁愛網站下載訂購單
https://www.charity.org.tw

衛生福利部勸募許可文號：衛部救字第1101364552
(許可期間：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)

仁愛網站

中秋送禮最佳首選

1. 台灣本島同一地點一次訂購滿額運費(每家廠商免運門檻不同)，未達

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愛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

免運金額可至仁愛基金會提貨日取貨、指定門市取貨，亦可自付運費。
2.訂購截止日111年 8 月 26 日
3.送貨截止日111年 9 月 2 日

每家運費分開計算

一定要和仁愛基金會訂購才有公益金喔

凡透過「仁愛基金會」購買禮品的部分款項，將作為仁愛服務經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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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/的/支/持

愛/的/服/務
◎技陶組長 陳秋蓮

愛/的/祝/福

大家專注練習且樂在其中。

打鼓可以提升身體活動量，增進心肺
與肌肉力量，還可增加自信心、與人互
動，調解生活壓力，樂觀面對人生，是
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，也可以成為很棒
的技能。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以太鼓表演的方式受

邀演出，但這兩年多來，因受疫情影響無
法表演，但他們還是很認真的練習太鼓，
一方面當作運動健身，另一方面在等待能
演出的時機。
今年太鼓的練習曲目是「拍掌太鼓」，
是運用讚美操的曲目，節奏輕快活潑，需
要左右兩手互相快速交換、雙腳要踩快樂
步伐以及轉手招式，教保員在分組課程中
放慢速度，協助服務對象重複練習，並錄
製太鼓招式的影片，讓服務對象可以在家
中複習。小婷會請媽媽播放影片，在家裡
認真的練習，真是優秀的太鼓達人；阿軒
有些動作無法打奏正確，但他會自創打在
拍點上；小鳴會將所有招式都記住，以另
一種太鼓打奏的樣貌呈現。

愛/的/服/務

小鳴 ( 右一 ) 信心十足在前面示範太鼓基本功。

愛/的/守/護

無私的愛愛德服務實踐
◎光復據點社工 周育聖
台灣總修院因牧靈服務經驗的需要，安排施若望修士到光復據點
進行服務體驗，期盼修士在服務的過程中，除了透過自身靈修的反
省外，也藉由和服務對象的互動，體會服務中的愛德實踐。
在體驗過程，修士看到服務對象有特殊狀況時，皆能適時給予提
醒並與工作人員討論支持策略，討論後會依建議調整。修士參與活
動後分享了許多感想及省思，例如陪伴服務對象淨灘、掃街的同時，
也思考人類對於環境維護的責任，認為行動的價值更勝於言教，因
此基於愛德，不求利益回報的服務，不僅為了需要被幫助的人，也
為了使愛德能永續留存；他說這活動即是愛德的表現，非常有意義。
瞭解了仁愛服務宗旨、使命及願景，再經過實際服務體驗後，修
士表示他體認到我們用心地運用各項專業來保持服務品質，並在愛
德的主導及專業的扶持下，實踐仁愛的價值觀與服務理念，協助需
要幫助的弱小兄弟姊妹，讓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有所提升。此外，
也再次提及「愛德」即指耶穌基督降生成人，以無私的大愛和謙卑
服務他人，實踐如何愛人愛己，並讓別人感受到愛，這也是我們一
直在做的事，因此很感佩我們的服務工作。
感謝修士秉持著謙卑與愛德的精神進入據點服務體驗，希望過程
中的所有體驗，有助於未來的牧靈服務。

施修士 ( 左 ) 協助服務對象在 902 小舖將商
品上架。
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學習太鼓已有 15 年，
每次太鼓練習前的暖身活動，服務對象都
可以輪流站在前面帶領大家。在太鼓世界
中，他們找到了自信心與成就感，更鍛鍊
出健康的體魄，期待太鼓表演，也能成為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的另一個特色。

施修士 ( 右 ) 與服務對象進行社區環境清潔。

愛心醫師巡診記

天主派來了白袍天使！

◎仁愛啟智中心教保員 曾沐結
在天色昏暗的午後，仁啟走進一
位穿著白袍，溫文儒雅，聲音和笑
聲開朗清亮的男士，他就是仁啟轉
型成為夜間住宿機構後，首位至中
心巡診的家醫—羅興邦醫師。為了
持續維護心智障礙者健康與防疫安
洪美玲主任 ( 左 ) 感謝羅興邦
全，降低他們在社區就診的感染風
醫師 ( 右 ) 至仁啟巡診。
險，聯繫了羅醫師定期為服務對象
看診，豪爽的羅醫師，二話不說，立即答應我們的邀請。
仁啟的服務對象多數為情緒障礙、老化和病弱者，「社區
就醫」對家長或工作人員而言常處備戰狀態，羅醫師巡診訊
息，就像天主派來白袍天使的福音，讓所有人都非常開心。
服務對象期待看診的時刻終於來臨，護理師先向羅醫師說
明阿喜近期病況，有口語限制的他忙碌地用手勢指著要「注
射」，羅醫師溫柔且耐心地安撫阿喜，並細心的診察，溫和
的互動下，阿喜露出安心的笑容；情緒障礙的小祐頭部濕疹，
醫師查看後立即開立藥膏，減輕家長帶至門診就醫的壓力；
長期受便祕之苦的阿楠，在醫師聽診及觸診下，為他開立消
化口服藥及糞便潛血檢查，急躁的阿楠，診療後輕鬆的放緩
腳步邁出診間。
羅醫師在疫情嚴峻時，
從百忙的醫診中，定期到
仁啟為心智障礙者巡診，
成為他們健康的靠山。感
謝天主總是在最艱困的時
刻，看到心智障礙者的需
求，為我們派來充滿「愛
能量」的白袍天使。
羅興邦醫師 ( 右 ) 細心為服務對象看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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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
◎技發組教保員 陳玟蒨

捐贈仁啟服務環境之「安全設備」
◎仁愛啟智中心社工 黃鈺琇

從面試到剛迎來的第三個月，是
一段成長快速且快樂的過程。服務
對象偶爾會考驗我，每天看似相同
卻又不相同的功課。
剛開始面臨一位服務對象小小的
排擠—發餅乾給全班，唯獨我沒有 ;
會跟除了我以外的工作人員說「妳
好漂亮」；應該跟我報備的事情， 玟蒨 ( 右一 ) 帶領服務對象進行洗菜。
反而跟同班的教保員美君說。
起初，我想應該是還沒建立信任關係，再給多一點的時間與關懷，
但仍一次次被冷落，難免會有失落感，美君開玩笑說：「換個角度想，
其實他是在乎妳的，他刻意冷落妳，想讓妳在意到他，不要因此感
到失落。」
有一次，我穿 Pizza 的衣服，服務對象開玩笑問是不是要去賣
Pizza，我也開玩笑說：「如果你們對我不好，讓我覺得很累的話，
我就去賣 Pizza 好了。」他們一個接一個說：「不行，妳還是留下
好了，我們會把事情做好。」前陣子冷落我的服務對象也說：「妳
不可以去賣 Pizza，我會哭、會想妳。」當下讓我心裡備感欣慰！
記得有首歌詞寫道「應該學習嬰兒，再寬容一點，哭過就忘了，
別再記著昨天，還有什麼悲傷，快樂是片大海…」；從他們身上，
我體悟到歌詞的真諦，昨天的獎懲或開心與不 開 心， 明 天 又 會 是
一 個 嶄 新 的 一 天。
感謝廚代坊的服務
對象對還在適應的
我， 給 予 很 大 的 包
容， 讓 我 有 勇 氣 面
對迎面而來的挑
戰。

近年來臺灣接連許多照護機構發生火災，造成嚴重傷亡，引
起社會大眾及政府高度關注，機構內的公共安全被放大檢視，
定期稽核及相關規定更為嚴謹，然而仁啟服務對象多為重度或
失能之避難弱勢者，加上夜眠時刻逃生難度增加，危險程度不
容忽視，安全措施更顯重要，為強化仁啟防災避難及公共安全
效能，感謝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捐贈新台幣 121,000
元裝置安全設備，包含樓層間戶外安全網、逃生平面圖及鋼板
防火門。
仁啟為五樓之建築物，且有天井採光設計，原僅於 2 樓天
井處裝設安全網，為降低跌落窗台造成的危害，增加各層樓間
安全網；而原逃生平面圖僅標註單向逃生路線，在現場逃生指
示時有所限制，因應起火點位置，應有雙向之逃生路線，在更
新平面圖後，易於了解樓層逃生動線，使逃生避難指引更加完
善。
此外，三樓多功能室原為塑料門，成為安全避難的一大漏
洞，為加強消防安全，更換為鋼板防火門，增加防火區劃空
間，提供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約 60 人的安全防護。感謝財團
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長期熱
心公益，幫助仁啟的服務環境更
加安全。

技發組是一個快樂的團隊。
安裝天井安全網。

愛/的/服/務

釋迦牟尼說過：「無論你遇見誰，他都
是你生命該出現的人，絕非偶然，他一定
會教會你一些什麼。」我想這一次他們教
會我的應該是平凡幸福的可貴。
剛開始選擇仁啟時只覺得地點不錯，知
道要照顧身心障礙者，但只想著盡好工作
責任就好。在正式服役前，受到疫苗的副
作用影響而身體不適，期間受到教保員們
許多照顧。經過日常相處後，才發現其實
教保員也是以同樣方式去對待服務對象，
與服務對象一同歡笑、難過，如同對待自
己的家人一樣。
平時工作是協助打飯、陪伴聊天以及社
區活動。可能看似有點無趣，但正是這個
過程讓我意識到，所謂平凡的可貴。在這
個充滿快節奏的時代，都認為平凡是安於
現狀、不去積極突破的行為。退一步思考

役如 往 常

三樓防火門安裝施工。

平凡卻不平凡

後，努力追求財富或成就的目的，或許就
是為了讓這平凡的幸福持續下去；每天開
心地吃到想吃的食物，跟著身邊的人坐著
看電視、出門散步，買著想買的東西，開
心地與旁人分享喜悅。經過這段日子，我
想平凡是珍惜當下，滿足感誕生幸福感，

役男 ( 站 ) 協助服務對象操作平板觀看影片。

◎仁啟替代役 陳柏睿

且對於未來充滿著希望的生活狀態。
謝謝大家的照顧，讓我意識到重要的事
情；擁有健康的身體、陪伴在家人身邊和
有能力做自己感興趣的事。在這裡我過得
很開心，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能從中留
下些甚麼在心裡就很值得了。

役男細心協助準備餐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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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/的/支/持

愛/的/服/務
◎技陶組長 陳秋蓮

愛/的/祝/福

大家專注練習且樂在其中。

打鼓可以提升身體活動量，增進心肺
與肌肉力量，還可增加自信心、與人互
動，調解生活壓力，樂觀面對人生，是
一項有益身心的運動，也可以成為很棒
的技能。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以太鼓表演的方式受

邀演出，但這兩年多來，因受疫情影響無
法表演，但他們還是很認真的練習太鼓，
一方面當作運動健身，另一方面在等待能
演出的時機。
今年太鼓的練習曲目是「拍掌太鼓」，
是運用讚美操的曲目，節奏輕快活潑，需
要左右兩手互相快速交換、雙腳要踩快樂
步伐以及轉手招式，教保員在分組課程中
放慢速度，協助服務對象重複練習，並錄
製太鼓招式的影片，讓服務對象可以在家
中複習。小婷會請媽媽播放影片，在家裡
認真的練習，真是優秀的太鼓達人；阿軒
有些動作無法打奏正確，但他會自創打在
拍點上；小鳴會將所有招式都記住，以另
一種太鼓打奏的樣貌呈現。

愛/的/服/務

小鳴 ( 右一 ) 信心十足在前面示範太鼓基本功。

愛/的/守/護

無私的愛愛德服務實踐
◎光復據點社工 周育聖
台灣總修院因牧靈服務經驗的需要，安排施若望修士到光復據點
進行服務體驗，期盼修士在服務的過程中，除了透過自身靈修的反
省外，也藉由和服務對象的互動，體會服務中的愛德實踐。
在體驗過程，修士看到服務對象有特殊狀況時，皆能適時給予提
醒並與工作人員討論支持策略，討論後會依建議調整。修士參與活
動後分享了許多感想及省思，例如陪伴服務對象淨灘、掃街的同時，
也思考人類對於環境維護的責任，認為行動的價值更勝於言教，因
此基於愛德，不求利益回報的服務，不僅為了需要被幫助的人，也
為了使愛德能永續留存；他說這活動即是愛德的表現，非常有意義。
瞭解了仁愛服務宗旨、使命及願景，再經過實際服務體驗後，修
士表示他體認到我們用心地運用各項專業來保持服務品質，並在愛
德的主導及專業的扶持下，實踐仁愛的價值觀與服務理念，協助需
要幫助的弱小兄弟姊妹，讓服務對象的生活品質有所提升。此外，
也再次提及「愛德」即指耶穌基督降生成人，以無私的大愛和謙卑
服務他人，實踐如何愛人愛己，並讓別人感受到愛，這也是我們一
直在做的事，因此很感佩我們的服務工作。
感謝修士秉持著謙卑與愛德的精神進入據點服務體驗，希望過程
中的所有體驗，有助於未來的牧靈服務。

施修士 ( 左 ) 協助服務對象在 902 小舖將商
品上架。
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學習太鼓已有 15 年，
每次太鼓練習前的暖身活動，服務對象都
可以輪流站在前面帶領大家。在太鼓世界
中，他們找到了自信心與成就感，更鍛鍊
出健康的體魄，期待太鼓表演，也能成為
「天使打擊樂團」的另一個特色。

施修士 ( 右 ) 與服務對象進行社區環境清潔。

愛心醫師巡診記

天主派來了白袍天使！

◎仁愛啟智中心教保員 曾沐結
在天色昏暗的午後，仁啟走進一
位穿著白袍，溫文儒雅，聲音和笑
聲開朗清亮的男士，他就是仁啟轉
型成為夜間住宿機構後，首位至中
心巡診的家醫—羅興邦醫師。為了
持續維護心智障礙者健康與防疫安
洪美玲主任 ( 左 ) 感謝羅興邦
全，降低他們在社區就診的感染風
醫師 ( 右 ) 至仁啟巡診。
險，聯繫了羅醫師定期為服務對象
看診，豪爽的羅醫師，二話不說，立即答應我們的邀請。
仁啟的服務對象多數為情緒障礙、老化和病弱者，「社區
就醫」對家長或工作人員而言常處備戰狀態，羅醫師巡診訊
息，就像天主派來白袍天使的福音，讓所有人都非常開心。
服務對象期待看診的時刻終於來臨，護理師先向羅醫師說
明阿喜近期病況，有口語限制的他忙碌地用手勢指著要「注
射」，羅醫師溫柔且耐心地安撫阿喜，並細心的診察，溫和
的互動下，阿喜露出安心的笑容；情緒障礙的小祐頭部濕疹，
醫師查看後立即開立藥膏，減輕家長帶至門診就醫的壓力；
長期受便祕之苦的阿楠，在醫師聽診及觸診下，為他開立消
化口服藥及糞便潛血檢查，急躁的阿楠，診療後輕鬆的放緩
腳步邁出診間。
羅醫師在疫情嚴峻時，
從百忙的醫診中，定期到
仁啟為心智障礙者巡診，
成為他們健康的靠山。感
謝天主總是在最艱困的時
刻，看到心智障礙者的需
求，為我們派來充滿「愛
能量」的白袍天使。
羅興邦醫師 ( 右 ) 細心為服務對象看診。

3版

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
◎技發組教保員 陳玟蒨

捐贈仁啟服務環境之「安全設備」
◎仁愛啟智中心社工 黃鈺琇

從面試到剛迎來的第三個月，是
一段成長快速且快樂的過程。服務
對象偶爾會考驗我，每天看似相同
卻又不相同的功課。
剛開始面臨一位服務對象小小的
排擠—發餅乾給全班，唯獨我沒有 ;
會跟除了我以外的工作人員說「妳
好漂亮」；應該跟我報備的事情， 玟蒨 ( 右一 ) 帶領服務對象進行洗菜。
反而跟同班的教保員美君說。
起初，我想應該是還沒建立信任關係，再給多一點的時間與關懷，
但仍一次次被冷落，難免會有失落感，美君開玩笑說：「換個角度想，
其實他是在乎妳的，他刻意冷落妳，想讓妳在意到他，不要因此感
到失落。」
有一次，我穿 Pizza 的衣服，服務對象開玩笑問是不是要去賣
Pizza，我也開玩笑說：「如果你們對我不好，讓我覺得很累的話，
我就去賣 Pizza 好了。」他們一個接一個說：「不行，妳還是留下
好了，我們會把事情做好。」前陣子冷落我的服務對象也說：「妳
不可以去賣 Pizza，我會哭、會想妳。」當下讓我心裡備感欣慰！
記得有首歌詞寫道「應該學習嬰兒，再寬容一點，哭過就忘了，
別再記著昨天，還有什麼悲傷，快樂是片大海…」；從他們身上，
我體悟到歌詞的真諦，昨天的獎懲或開心與不 開 心， 明 天 又 會 是
一 個 嶄 新 的 一 天。
感謝廚代坊的服務
對象對還在適應的
我， 給 予 很 大 的 包
容， 讓 我 有 勇 氣 面
對迎面而來的挑
戰。

近年來臺灣接連許多照護機構發生火災，造成嚴重傷亡，引
起社會大眾及政府高度關注，機構內的公共安全被放大檢視，
定期稽核及相關規定更為嚴謹，然而仁啟服務對象多為重度或
失能之避難弱勢者，加上夜眠時刻逃生難度增加，危險程度不
容忽視，安全措施更顯重要，為強化仁啟防災避難及公共安全
效能，感謝財團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捐贈新台幣 121,000
元裝置安全設備，包含樓層間戶外安全網、逃生平面圖及鋼板
防火門。
仁啟為五樓之建築物，且有天井採光設計，原僅於 2 樓天
井處裝設安全網，為降低跌落窗台造成的危害，增加各層樓間
安全網；而原逃生平面圖僅標註單向逃生路線，在現場逃生指
示時有所限制，因應起火點位置，應有雙向之逃生路線，在更
新平面圖後，易於了解樓層逃生動線，使逃生避難指引更加完
善。
此外，三樓多功能室原為塑料門，成為安全避難的一大漏
洞，為加強消防安全，更換為鋼板防火門，增加防火區劃空
間，提供服務對象與工作人員約 60 人的安全防護。感謝財團
法人谷崧社會慈善基金會長期熱
心公益，幫助仁啟的服務環境更
加安全。

技發組是一個快樂的團隊。
安裝天井安全網。

愛/的/服/務

釋迦牟尼說過：「無論你遇見誰，他都
是你生命該出現的人，絕非偶然，他一定
會教會你一些什麼。」我想這一次他們教
會我的應該是平凡幸福的可貴。
剛開始選擇仁啟時只覺得地點不錯，知
道要照顧身心障礙者，但只想著盡好工作
責任就好。在正式服役前，受到疫苗的副
作用影響而身體不適，期間受到教保員們
許多照顧。經過日常相處後，才發現其實
教保員也是以同樣方式去對待服務對象，
與服務對象一同歡笑、難過，如同對待自
己的家人一樣。
平時工作是協助打飯、陪伴聊天以及社
區活動。可能看似有點無趣，但正是這個
過程讓我意識到，所謂平凡的可貴。在這
個充滿快節奏的時代，都認為平凡是安於
現狀、不去積極突破的行為。退一步思考

役如 往 常

三樓防火門安裝施工。

平凡卻不平凡

後，努力追求財富或成就的目的，或許就
是為了讓這平凡的幸福持續下去；每天開
心地吃到想吃的食物，跟著身邊的人坐著
看電視、出門散步，買著想買的東西，開
心地與旁人分享喜悅。經過這段日子，我
想平凡是珍惜當下，滿足感誕生幸福感，

役男 ( 站 ) 協助服務對象操作平板觀看影片。

◎仁啟替代役 陳柏睿

且對於未來充滿著希望的生活狀態。
謝謝大家的照顧，讓我意識到重要的事
情；擁有健康的身體、陪伴在家人身邊和
有能力做自己感興趣的事。在這裡我過得
很開心，但天下無不散的筵席，能從中留
下些甚麼在心裡就很值得了。

役男細心協助準備餐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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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遞 祝福不卡」關

Jun, 2022

愛主愛人、尊重生命、誠信專業

◎彩虹坊導師 林筱珍
最真摯的祝福來自於彩虹坊！
起初，因著服務對象喜歡繪畫或操作性的活動，不僅能穩定
情緒、訓練精細動作，也能培養休閒能力和發揮創意等，教保
員漸漸將此特點發展製作「手工卡片」。
卡片製作過程繁瑣，是件不容易的事，挑戰服務對象的認知、
專注、精細與感覺統合等能力；從不會使用打洞器壓出素材，
到能成功的抓取紙張間距、壓出完整的圖形、將素材依顏色分
類及黏貼素材等，經教保員細心引導與鼓勵，加上服務對象的
堅持，大家逐漸在製作卡片中找到樂趣與成就感。
服務對象也主動表達，想藉卡片來祝福或感謝身邊的人，親
手製作獨一無二的卡片並寫上祝福語送給喜歡的人，為生活加
點溫馨色彩；小馨將自己親手做好的卡片送給好友小莙，當小
莙看到祝福卡時，露出大大的笑容，歡樂氛圍緩緩升起，彼此
的心情瞬間被這愛的祝福充滿，也感染身邊的人呢！雖然只是
簡單表達「生日快樂」、「天天開心」等，但對他們來說，卻
是一點一滴累積而來的成果表現。
每月一天的月休閒，服務對象用銷售卡片所得的獎勵金，點
選自己喜歡的餐點，這也增強卡片製作的動力與成就。目前彩
虹坊卡片已有 40 種款式，歡迎到仁愛基金會官網 / 仁愛小舖 /
天使義賣商店選購，也可以為大家客製化卡片，請繼續支持彩
虹坊喔！

◎風信子坊導師 曾維玉
「陶藝小品」的製作過程中，每個步驟都有它的功能。即
使是在陶藝小品包裝紙卡上，蓋上刻字印章，也是一門不簡

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：300047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2 號

電話：03-578-4633 傳真：03-577-9674

晨曦發展中心：300047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2 號

電話：03-578-4633 傳真：03-579-4980

仁愛啟智中心：300047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99 號 2 樓

電話：03-567-0013 傳真：03-567-0063

發行人：李克勉、劉丹桂 ／ 主編：公共事務組

仁愛網址 https://www.charity.org.tw

單的功夫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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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讓服務對象參與活動，經過教保員評估，認為揚揚
在蓋印工作上穩定度及持續力佳，所以這份工作就由他挑大
樑。剛開始執行作業活動時，揚揚無法分辨蓋章的前後方
向、沾印泥的力道輕重及蓋印的範圍等。因此，教保員先以

守/護/者/觀/點

◎專業資源部主任 陳素雲

玩具圖章做為練習，讓他學習控制力道，並能在紙卡的範圍
內蓋出清晰的戳印後，再把刻有「平安幸福」和「諸事順
利」字樣的印章，貼上紅色貼紙做為前後的分辨，開始正式
「你們該彼此相愛，如同我愛了你們

上工。
原以為這樣就能順利的運作，卻發現蓋印技巧熟練後，他
開始增加速度，使戳印在紙卡上呈現歪斜、字跡模糊，為解
決此問題，改用壓克力板設計鏤空板模，將紙卡放進模型的
鏤空位置再蓋印以提高成功率，揚揚終於可以邊蓋印章、邊
微笑著，做出優良的成品。
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」，有好的輔具協助，會使服
務對象更能獨立、輕鬆、安全地參與作業活動，從工作中找
到自我肯定的價值！真心樂見他們能在愉悅和滿足的氛圍中
快樂工作，蓋出一張張的「平安幸福」。

一樣。」( 若望福音 15 章 12 節 )

的個案至醫院就診，提供即時的關懷照

們真實的愛及服務，在物資需求訊息發

顧。

出後，立即接獲一研九鼎廣告策劃有限

天主的愛是不求回報，祂愛我們如子

因著疫病需居家隔離、自主防疫或停

公司、財團法人天主教天使教堂基金會、

女，要我們也如同祂愛我們一樣相愛。

課在家休息照顧時，工作人員以視訊進

財團法人譚聖道慈善基金會、雲吉資本

真實的愛會要求我們負起責任，有時會

行線上課程及關懷，仁愛的家長屬也能

有限公司、新竹市救急會、新勝發餅鋪、

邀請我們改變生活，有時會伸出援手帶

感同身受機構照顧的壓力；在人力短缺

益華電腦志工社、宗翰化學文創坊、科

來治癒。

時，同仁間的補位雖然辛苦，但大家知

學園區公司、志工及家長們陸續捐贈防

道疫情會逐漸改善，因我們有彼此相愛

疫物資；還有楓璟有限公司及新竹市防

的團隊及家長們做為後盾。

疫消毒志工團提供清消作業，讓仁愛在

疫情期間，仁愛著實看到真實的愛，
面對新冠病毒，我們戒慎但不恐懼，在
家庭照顧功能薄弱的心智障礙者患病

5 月中旬機構開始面臨疫病的影響，

時，工作人員協助心智障礙者及其家屬

因防疫物資短缺，曾一度擔憂一線照顧

因著疫情使我們更加瞭解彼此相愛的

線上看診、拿藥，每日關懷患病者的健

人員的健康維護問題，感謝天主瞭解我

重要性，天主奧妙的作工真是難以言諭。

防範疫病更為有力及安心。

康變化；因心智障礙者大多無
法以口語正確表達身體不舒
服，需透過照顧者的觀察，發
現有疑慮時立即通報，專業資
源部的醫療相關人員進行快
篩，若快篩陽性，即刻匡列相
彩虹坊服務對象專心製作卡片。

漂亮又獨特的手工卡片。

服務對象透過輔具就可以在固定範
圍內蓋祝福詞。

幸福陶土磁鐵完成作品，有很多的圖案可以
選擇哦 !

關接觸者進行篩檢，以防堵疫
病的擴散。社區服務的社工人
員依照基金會的防疫作為，在
保護自己及保護服務對象之

幫/助/仁/愛

下，協助教導使用快篩、線上

為因應「國稅局綜所稅扣除額單據電子化作業 」，以達減碳便民服務，懇請您
至仁愛網站下載「捐款資料歸戶同意書」，簽立後回傳 ( 寄 ) 給我們，只需於網
路申報時下載捐贈扣除額，兔附紙本捐款收據，快速完成報稅。

看診、通報等，部份時候還需
協助有疑慮者快篩、帶著患病

陳素雲主任協助有疑似症狀服務對象快篩。

線上捐款：
請至仁愛網站 https://www.charity.org.tw 點選「幫助仁愛」→「線上捐款」。

郵局劃撥捐款：
請您填妥劃撥單至郵局劃撥
一般捐款劃撥帳號：50037774
勸募活動劃撥帳號：50108020

信用卡捐款授權書：
戶名：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戶名：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
銀行匯款或 ATM 轉帳：
請您在轉帳或匯款後，來電 03-578-4633 分機 6224
洽財務室或傳真至 03-579-8433（確認捐款收據開立事宜）
戶名：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
銀行名稱：永豐銀行 竹科分行
銀行代號：807-1860 (ATM 為 807)
銀行帳號：186-004-0006009-9

請您來電 03-578-4633 分機 6224 索取或至仁愛網站 https://charity.org.tw
點選「幫助仁愛」，於頁面下載捐款授權書，填寫後回傳或郵寄給我們。

愛心物資募集：
歡迎您捐贈統一發票、電腦主機、電腦螢幕或其他物資，
請寄至「300047 新竹市東區慈祥路 2 號仁愛基金會總務組收」，
如有疑問，請電洽：03-578-4633 分機 6114。

捐贈電子發票捐贈碼： 仁愛啟智中心 227
仁愛社會福利基金會 228

愛月 中秋LOVE義賣
2 0 22

志工號召親友募集防疫物資，陳素雲主任 ( 左一 ) 致贈感謝狀。

愛心訂購專線：
03-578-4633 分機 1688(方小姐、林小姐)
仁愛義賣專用LINE ID：@600ecghw
歡迎至仁愛網站下載訂購單
https://www.charity.org.tw

衛生福利部勸募許可文號：衛部救字第1101364552
(許可期間：111年1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)

仁愛網站

中秋送禮最佳首選

1. 台灣本島同一地點一次訂購滿額運費(每家廠商免運門檻不同)，未達

財團法人新竹市天主教仁 愛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

免運金額可至仁愛基金會提貨日取貨、指定門市取貨，亦可自付運費。
2.訂購截止日111年 8 月 26 日
3.送貨截止日111年 9 月 2 日

每家運費分開計算

一定要和仁愛基金會訂購才有公益金喔

凡透過「仁愛基金會」購買禮品的部分款項，將作為仁愛服務經費。

